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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2020 THD Award 兩岸手繪設計獎 

黃美玉、黃素華老師指導台北日

間部劉家惠同學榮獲「三等獎」。 

黃素華老師指導台北日間部陳品

竹、莊敏巧同學榮獲「優選」。 

 

109 
TAID 台北市室內設計裝修商業同業

公會 50週年「社會關懷‧空間競圖」 

陳子淳老師指導台北日間部秦健

豪、劉錫鈞同學榮獲「金獎」。 

另 4組榮獲「優獎」。 

 

109 109年新北市建築師公會學生競圖 共計 1組優選、7組佳作  

109 
2020「金蓮花盃」國際（澳門）大學

生設計大賽 

周天民、林立韙、李東明、顏敏傑

老師指導台北日間部邱靜、賴榮

平同學榮獲「銅獎」 

另 11組獲「優秀作品獎」 

 

109 2021金點新秀設計獎 
4組入圍「金點新秀設計獎」、8組

入圍「金點新秀贊助特別獎」。 
 

109 
科技部專題研究計畫 109年度 【 鋼

筋混凝土樁帽之試驗 】 

計畫主持人呂文堯老師，研究金

額 669000元。 
 

109 
榮獲教育部「大專校院創業實戰平臺

提案競賽」，獲補助十萬元創客基金 

土木與防災系林基源、室內設計

系吳承睿、林靖翔榮獲教育部「大

專校院創業實戰平臺提案競賽」，

補助十萬元創客基金(陳建勳、陳

家蓁老師指導)。 

 

109 
2020第 25屆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

創新競賽 

陳智老師指導資管系王冠博、陳

光華、林昱媛、企管系洪福德同

學，參加大專校院資訊應用服務

創新競賽－資訊應用組(IP1)，獲

得第一名。 

 

109 

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

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「學海

築夢」 

執行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-跨領域

就業競爭力國際菁英人才培訓計

畫 

取得經費 200,000元。 

 

109 

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

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「學海

築夢」 

執行教育部學海築夢計畫-日系國

際物流發展菁英人才培訓計畫取

得經費 373,800元。 

 



其他與學校績效表現有關之訊息 

2 
 

學年度 名稱 說明 備註 

109 

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

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「學海

飛颺」 

執行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取得經

費 2,383,200元，日本交流 10人、

美國交流 2人。 

 

109 

教育部 109 年度補助大專校院選送

優秀學生赴國外專業實習計畫「學海

惜珠」 

執行教育部學海飛颺計畫取得經

費 480,000元，日本交流 1人。 
 

109 

109 學年度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計畫-

高科技產業國際供應鏈管理人才培

育計畫模組課程 

執行科技部科學園區人才培育計

畫取得經費 865,556元。 
 

109 

教育部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培育課

程革新計畫-智慧零售 OMO 全通路

營運模式整合人員培育計畫 

執行教育部技專校院下世代人才

培育課程革新計畫取得經費

550,000元。 

 

109 勞動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計畫 
執行勞動署共通核心職能課程取

得經費 178,500元 
 

109 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畫 

蔣岡霖老師指導臺北校區日間部 

廖羿淳獲科技部大專學生研究計

畫 48,000元。 

 

109 
2021 第五屆 CUTe 企管盃全國大專

校院暨高中職創新服務企劃競賽 

賴建華老師指導，臺北校區日間

部余維倫、李抱緣、余婉瑄、 林

郁禎、 孫安緒、 洪盈綺，榮獲大

專組第一名。 

 

109 
2021 Cool酷酷比-全國大專校院暨高

中職創新創業網路行銷企劃競賽 

賴建華老師指導，臺北校區日間

部曾品瑄、陶威仁、陳律涵、廖靖

瑜，榮獲創新創業簡報組第一名。 

 

109 
2020 北商大學術論壇經營與管理實

務研討會 

黃慧華老師指導，臺北校區日間

部，林峻弘、黃凱彥、蘇應安、江

一硯、潘資傑獲口頭發表。 

林宏勳老師指導，新竹校區日間

部何惠珍、鄭湘筠、胡沛昀、曾子

汧、葉人輔、李孟婕，獲口頭發表。 

 

109 2020南山菁英領袖夢想獎學金 

陳尚義、陳韋晽、李政峰、王翊軒、

熊于瑩、曾品瑄於 2020 南山菁英

領袖夢想獎學金評選當中，榮獲

獎學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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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9 
2021 臺灣日通國際物流股份有限公

司－物流實務專題競賽獎學金 

為栽培物流業人才，臺灣日通國

際物流股份有限公司與中國科技

大學合作提供 12萬元獎學金。 

 

109 
中華民國新型專利通過「畢業門檻檢

測裝置」 

鄭世雄老師通過中華民國新型專

利「畢業門檻檢測裝置」。 
 

109 
110年教育部「虛擬實境教學應用教

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」 

執行教育部 110年度「虛擬實境教

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

畫」，計畫主持人楊東華主任，研

究金額 1,055,556元，其中獲教育

部補助金額 950,000元。 

 

109 

109年度「原住民族音樂產業人才培

育計畫（學分學程類）－原夢計畫-原

住民流行音樂學位（學分）學程」 

執行原住民族委員會 109年度「原

住民族音樂產業人才培育計畫

（學分學程類）－原夢計畫-原住

民流行音樂學位（學分）學程」，

計畫主持人謝宗翰老師，獲補助

金額 2,000,000元。 

 

109 
110年度教育部「智慧創新跨域人才

培育聯盟計畫」 

執行教育部 110年度「智慧創新跨

域人才培育聯盟計畫」，計畫主持

人楊東華主任，研究金額 500,000

元，其中獲教育部補助金額

400,000元。 

 

108 教育部友善校園獎 優秀輔導人員獎-楊采樺老師。  

108 

榮獲桃園市 2019 第三屆國際青年創

意美學競賽-葡萄酒侍酒服勤動態組

銀牌 

獲桃園市第二專長發展協會頒

獎。 

 

108 

108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

計畫-「全球運籌管理課程之翻轉教

室結合數位行動學習實踐研究」 

為改善技職教學和提升教學品

質，獲教育部補助合計 229,000

元 。 

 

108 

108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

計畫-「玩中學、做中學-體驗式行銷

企劃創新行動教學研究」 

執行教育部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

畫取得經費 272,000元，發展一套

國際商務企劃書 TBSA 之手機遊

戲，增進學生上課樂趣，提升學生

企畫寫作能力。 

 

108 2019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
新竹校區日間部數位廣播社-榮獲

大專青年組「楷模獎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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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8 

建構文化資產守護網絡－文化資產

學院人才培育計畫第五期研發群組

(台灣陣頭表演動作數位化技術研究

與應用─以宋江陣為例) 

計畫主持人許允聖老師，研究金

額 1,117,648元，其中獲文化部補

助金額 950,000元。 

 

108 

教育部 108年「虛擬實境暨擴增實境

教學應用教材開發與教學實施計畫」

-虛擬天文教室二 

計畫主持人楊東華主任，研究金

額 1,000,000元，其中獲教育部補

助金額 900,000元。 

 

107 

107年教育部大專校院教學實踐研究

計畫-「國際行銷管理課程之翻轉教

室結合混合行動學習實踐計畫」 

執行教育部創新教學實踐研究計

畫取得經費 283,000元，共輔導 42

位學生取得國際行銷證照，製作 4

個產業個案，10 個影音教材以及

講義，PBL講義 10個。 

 

107 

榮獲教育部「大專校院創業實戰平臺

提案競賽」，連續兩年獲得十萬元創

客基金 

國際商務系曾珮瑄、陳育涵、吳怡

伶、魏詩庭榮獲教育部「大專校院

創業實戰平臺提案競賽」，連續兩

年獲得十萬元創客基金(林莉莉老

師指導)。 

 

107 學生創業育成 

1. 獲教育部「創業實戰模擬學習

平臺」補助，共 4隊，各獲 10

萬元補助，合計 40 萬元 

2. 獲國立臺灣科技大學創新創

業推動基地商品化競賽補助，

共 2隊，各獲 9萬元補助，合

計 18萬元 

 

107 
推動新竹縣民間與團體實施綠色採

購 
獲新竹縣政府環保局頒獎 

 

107 
2019 全球品牌策劃大賽-台灣區總決

賽 

林淑美老師指導新竹校區日間部-

劉祐瑄、呂旻純、蘇大維、蔡楚瑜、

邱柏揚同學，榮獲「佳作」。 

賴建華老師指導臺北校區日間部-

戴克航、譚卓優、高鈺婷、楊惠雯、

李柏伸同學，榮獲「佳作」。 

 

107 
108年全國大專校院學生社團評鑑評

選暨觀摩 

新竹校區日間部向日葵康輔社-榮

獲全國技專校院組-康樂性社團

「甲等獎」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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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7 

第二十屆 FHC 中國國際烹飪藝術比

賽  (20th FHC China International 

Culinary Arts Competition)-中式三道

菜銀牌獎 

獲上海博華國際展覽有限公司、

華漢國際會議展覽（上海）有限公

司頒獎 

 

107 
2018 第二屆富士山盃日本葡萄酒盲

飲品評競賽-大專 A組優勝金口獎 
獲日本富士中央有限公司頒獎 

 

107 
2019 美國密西根 M.N.S 國際菁英

盃-飲品雕花佳作 

獲美國密西根 M.N.S 國際菁英教

練訓營頒獎 

 

107 
2019 全國微型創業暨創意故事行銷

競賽 

賴建華老師指導，臺北校區日間

部-陳孟均、梁琪、陳怡銘、陳雅

筑、王晨瑄、謝云華同學，榮獲微

型創業組創意服務類，第一名。 

賴建華老師指導，臺北校區日間

部-陳毓、李佳芸、薛巧欣、黃品

華、林柏宇、李治寬同學，榮獲微

型創業組觀光餐飲類，第一名。 

 

107 2018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
新竹校區日間部數位廣播社-榮獲

大專青年組「首獎」。 

 

107 2018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
新竹校區日間部阿拉望原住民青

年社-榮獲大專青年組「楷模獎」。 

 

107 2018信義房屋全民社造行動計畫 
新竹校區日間部弦外之音吉他社-

榮獲大專青年組「楷模獎」。 

 

107 
2018 佛光盃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-靜

態料理組主餐展示組特金獎 
獲中華古今人文協會頒獎 

 

107 
2018 佛光盃國際蔬食廚藝挑戰賽-現

場烹調組優勝 
獲中華古今人文協會頒獎 

 

107 民防團常年訓練特優第 2名 獲新竹縣政府頒獎  

 


